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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思录

最新书事

关于教师读书的话题，有人曾做了
如是精辟解读：“因为读了些书，所以教
书；因为教书，所以要读书。”教师需要多
读书固然没有任何争议，但究竟要读些
什么样的书，却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通常情况下，教师大多对直接有助
于教育教学的“有用”书籍情有独钟，但
以笔者个人经历来说，倒觉得有时那些

“无用”之书可能更具价值。尤其是有关
中华传统文化的书籍，应该成为所有教
师的必读书。因为，品读这些书籍不仅
可以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能够修
心养性、涤荡灵魂，进而凭借自身的修养
熏陶引导学生的心灵。正所谓：无用之
用，方为大用。有鉴于此，笔者特推荐国
学大师南怀瑾先生解读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著作《南怀瑾全集》。

记得念初中时，“为什么要读书？人
为什么活着？”之类颇为奇怪的问题就会
莫名其妙地冒出来，不时冲击着尚处于
懵懂之中的我。进入高中之后，随着年
龄的增长，特别是对繁重学业负担的严
重抵触，更激发了对人生意义的思索。
然而当时，既缺乏人生阅历的积淀，也没
有人能予以有效引导，闭门造车式的探
究当然毫无头绪，只能是在辗转难眠的
煎熬中苦苦支撑着熬过迷茫的岁月。

跨入大学校门，骤然减轻的学习压
力使已经处于崩溃边缘的我获得了喘息
的机会。与高中的严格管制相比，自由
轻松的大学有着天壤之别。于是，我一
头扎进了图书馆，疯狂地借阅着各种小
说，高中时期被长久压抑的欲望终于得
到了尽情释放。然而，自由自在地徜徉
了几个月之后，获得“解放”的欣喜激动
渐渐淡去，总觉得内心似乎少了点什么
东西，又滋生了似曾相识的些许迷茫感。

在这样的一种情形下，终于发生了
令我铭记终生的时刻：在校园附近一家
小书店淘了 N 次宝之后，触目所及都是
些自己不太感兴趣的书，百无聊赖的我
抱着姑且一翻的态度随手抽出了一本

“南怀仁”写的关于中国传统文化的书。
此前无数次扫描到这本书时，我都觉得
作为一位康熙时期来华传教的比利时传
教士，对中国传统文化所知有限，根本不
值得一读。翻开封面之后，才蓦然发现，
原来我一直将“南怀瑾”看成了“南怀
仁”。一字之差，却是天地之别。拜读之
后，更是发现自己好像进入了一方专门
为自己准备的新天地。第一次体会到，
原来传统文化典籍也可以像经典小说那
般引人入胜，忍不住一口气读完。

先生的著作大都是讲课实录的辑录
整理，基本上还原了先生的风貌神韵。诚
然，与那些所谓的专家学者的掉书袋式的
高头讲章相比，显得不够专业和严谨，但
也正因如此特别亲切近人，犹如在耳边娓
娓道来一般，字字句句，直扣心扉。先生
的讲述，完全已臻“旁征博引，幽默风趣，
深入浅出，通俗易懂”的至高境界，令人如
饮甘露、爱不释手，犹如翻阅经典的文学
作品一般，真正体会到古人何以发出“闲
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已多时”的感
慨。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20多年前第一
次拜读《论语别裁》，深入浅出、通俗易懂
的解读直指人心，给我一种触电般的震
撼，从此一发而不可收拾。

收入先生全集中的作品，大多被我
反复阅读十次以上，每读一次，都会仔细
揣摩体会，都会有不同的收获。可以说，
先生的著作成了我学习传统文化的敲门
砖，令我有幸一窥其中堂奥。原本艰深
难懂的文辞章句，经过先生一番轻松活
泼的解读之后，优秀传统文化所蕴含的
仁爱、恬淡、慈悲、自在、豁达、谦卑等精
髓被演绎得淋漓尽致。先生身上所呈现
的睿智慈祥的长者风范，令我有种“高山
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
之”的强烈感触。正是先生所阐发的传
统文化精神，使我学会深入思考人生的
诸多问题，明白了人生的方向，进而摆正
心态，放下偏执，追寻一种顺应自然的

“自由”生活。现在想来，当年因不能明
白人生意义而陷于极度痛苦迷惘的我，
如果不是先生著作的滋润引导，真不知
自己将魂归何处！

先生的大家风范，更是“师”者的最
高境界，指引着我如何教书育人。毫不
夸张地说，《南怀瑾全集》虽然不是教育
著作，但绝非任何教育类书籍可以比
拟。先生虽从未专门讲述教育问题，但
在随意挥洒之间却诠释着教育的真谛。
一言以蔽之，直指人心便是最深层次的
教育。与之相比，我们所推崇的育人理
念和教育模式，很多时候可能只是误人
子弟而已。正所谓：不比不知道，一比吓
一跳。对于我辈忝列教坛者，先生之书
怎可不看！

(作者系中国教育报刊社蒲公英评
论特约评论员，浙江省衢州二中教师)

读那些
直指人心的书

胡欣红

如果按照叶圣陶先生关于“教育
是农业而不是工业”的观点，学生就
好比一粒粒种子、一棵棵秧苗。教师
不读书，或者只读教科书和教辅书，
那么阳光将会没有了温度、水分也会
渐渐枯竭，种子发芽、秧苗生长所需
的土壤必然贫瘠。基于这样的认识，
哈尔滨市香坊区教师进修学校近年来
积极推动教师阅读，并将“阅读与写
作”作为助力教师、校长专业发展的
重要策略。

要培育鲜美的花朵，必须先有肥
沃的土壤，抓读书也要从根上抓起，
从 培 育 良 好 的 阅 读 氛 围 抓 起 。 自
2010 年开始，我们以阅读助力教师
的专业成长，通过兴趣驱动、自主阅
读逐步引领教师走上专业阅读、学术
阅读之路，一种由读书带来的幸福感
正在教师的生活中慢慢生长。

从“强迫”开始的兴趣阅读

爱因斯坦说：“兴趣是最好的老
师。”“香坊区‘卓越杯’教师专业素
养大赛”是由我们组织实施的一项旨
在提升区域教师专业素养的常态化教
育教学实践研究活动。从 2010 年开
始，获奖教师在拿到相应证书的同
时，每人还获得了价值 200 元到 500
元不等的图书大礼包。

以往的“卓越杯”大赛活动，教
师都把获得一纸证书作为参赛的主要
动力，因为这证书能为职称评定加
分。这种急功近利的参赛动机导致赛
事活动缺乏研究性，甚至有的学校专
门培养能够获奖的参赛选手而为学校

“争得荣誉”。活动形式搞得轰轰烈
烈，赛事结束依旧老样子，对改进课
堂教学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我们之所以要对获奖教师奖励图
书，就是要重新激活教师阅读的兴
趣。教师阅读本是职业本分，然而当
今“教师阅读状况堪忧”又是不争的
事实，采取这种多少有些“强迫”的
方式推动阅读，确有无奈甚至尴尬。
我的想法是：如果通过这种“强迫”
能够唤醒更多教师读书的乐趣，并重
拾教师作为一个“读书人”的本分和
尊严，即是有价值的。

为了让更多教师能够将兴趣阅读
内化成阅读习惯，我们还积极鼓励教
师写作，并于 2011 年开始编辑内部交
流刊物《香坊教育》，用于收录一线教
师的作品。通过这个最基层的平台，
教师将自己的读书心得、教育故事、教
学实录等，讲述给自己、同行、学生和
家长。至今《香坊教育》已经问世 36
期，共收录一线教师作品六百余篇，更
多教师的阅读兴趣被重新点燃，进一
步促进了教师的深度阅读。

阅读需要静默独思，也需要交流
分享。2014年4月，我们成立了由香
坊区教育局直接领导、教师进修学校
具体实施、基层学校教师自愿参加且
致力于教师专业阅读的群众性组织
——“书香致远”读书联盟。截至目
前，联盟下设 50 多个以基层学校为
单位的“教师读书社团”和 20 多个
以学科为单位的“学科专业社团”。

向阳乡中心校是一所农村小学，
他们成立“向阳弘毅书社”的初衷，
就是希望教师能够关注教参、教材以
外的相关教育教学书籍。他们采取

“月读一书、校内交流、推荐上报”的
方式引导教师读书。他们还与向阳乡
图书站、市图书馆联系，帮助教师借
阅相关书籍。谈到教师读书后的变
化，校长汪洋难掩兴奋：“虽然阅读的
书籍类别比较杂，但是能静下心来读
书总是好的。而且这样一种活动一旦
形成常规模式，就会产生令人惊喜的
效果。”

2015年“大夏书系读书节”活动
开幕式上，我区另一所农村小学教师
鲁丽静以“阅读先进个人”代表的身
份作了题为 《在读书中沉淀，在叙写
中升华》 的阅读分享，并从“读什么
书”“阅读的作用”“阅读理想”和

“给青年人的阅读建议”等方面，向全
区老师传递阅读的魅力，同时也道出
了她所在的读书社团——“和美香
葵”读书社成员的心声。

为方便教师读书的分享与交流，
“书香致远”读书联盟还充分利用网
络平台，及时发布和分享来自不同社
团的读书经验，推介好书，并针对一
些重点问题、观点展开研讨，力求

“用观念撼动观念，用思想启迪思
想”，并让阅读与分享打破时空的限
制，方便快捷地传播给广大教师。

自主阅读的实现才是根本

阅读是自己的事，是人的一种生
命成长状态。外在的激励是一种助
力，最终实现自主阅读才是根本。
2014年，我们提出了“自主阅读，提
升教育品质，成就幸福人生”的阅读
主张。

“自主阅读”体现在不同社团所
读书目的自由选择上。“书香致远”
读书联盟虽然会定期向社团推荐阅读
书目，但是不给整齐划一的限制，各
读书社团会根据自己所在学校的实际
情况自主选择阅读书目。

“自主阅读”还体现在社团内部
教师个体阅读选择书目的自由上。虽
然各社团会根据自己学校的实际选择
共读书目，但是不会强制教师，也不
把读书情况和工作绩效考核挂钩，充

分尊重教师个体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
惯，教师可以根据自身的实际需要自
主选择阅读书目。

“自主阅读”更体现在“书香致
远”读书联盟自身的运行机制上。之
所以将联盟定位成群众性组织，就是
要去行政化、不束缚教师思想、不干
预教师的阅读习惯和选择。教育行政
和业务部门主要为教师阅读做好支持
和服务工作，为教师的阅读成果、作
品搭建展示与交流的平台。

优秀的教师应该是一个独立思考
者，否则很难培养出能独立思考的学
生。而个性阅读就是要读出自己的思
考与感悟，它是形成独立思考的习惯
与品质的重要基础。台湾学者傅佩荣
曾指出，面对文本可以依次自问：“它
究竟说了什么”“它想要说什么”“它能
够说什么”和“它应该说什么”。当然
这并不是说任何阅读都需要按这种固
定的模式进行，但通常看到原文，就
能够认定“应该”说什么，而“想
要”和“能够”是隐含其中的。这四
个步骤对于一个人养成个性阅读习惯
并进而形成独立思考之品格，很有借
鉴意义。

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还必须思
考的问题是：究竟什么样的教学是好
的教学？什么样的教育是好的教育？
尽管老师们每天都在从事着已经实践
了多年的工作，似乎是轻车熟路，似
乎已经掌握了一套规则、方法，甚至
有很多的理念支撑。但是，它是不是
真正好的教育或教学？我们不仅需要
引导教师个性阅读，还要带领教师走

向专业阅读乃至学术阅读。

从专业阅读到学术阅读

我这里所说的“专业阅读”，并非
狭义上“直指学科专业”的阅读，而是
基于教师的专业发展和教育研究需
求，能够奠定教师精神及学术根基、影
响和形成教师专业思维方式的阅读，
是有别于浅层次、低级趣味的阅读。

2010 年“生命化教育”理念正
式进入香坊区，也全面开启了区域广
大教师“专业阅读”的序幕。《黄克
剑论教育·学术·人生》《教育是慢
的艺术》《活着就是幸福》《教学勇
气》 等已经成为香坊区众多教师案头
必备书目。“专业阅读”让教师站在
专家学者的肩膀上思考和实践教育，
并与专业经典和学科前沿对话。教师
的语言系统都在悄悄地改变，那些急
功近利的语气渐渐淡出，诸如“生
命”“润泽”“点化”“浸润”“灵动”
等成为众多老师教育表达的主题词。
区域阅读生态在改变，教育生态也在
潜 移 默 化 地 改 变 。 2016 年 我 们 将

“大夏书系读书节”活动的主题确定
为“品质阅读、涵泳细节、提升教育
质量”，旨在摒弃平庸阅读、肤浅阅
读，免于教师读书陷入庸俗。让教师
突破兴趣阅读而走向专业阅读，进修
学校研训教师应该做好领航者。

区 （县） 级教师进修学校要不要
谈学术？我曾经也有过疑问。但这种
疑问很快即被打消，我们不但要谈学

术，而且还要大力弘扬学术，引领教
师崇尚学术，敬畏学术。

2013年我们成立了自己的“学术
委员会”，努力培育“敬畏学术的态
度、根植学术的精神、修养学术的品
质、营创学术的氛围”的阅读生态，
引导区域教师走向学术阅读，这也是
推动区域教师阅读的最高境界。“好的
教学绝不能降低到技术层面，真正好
的教学来自于教师对自己的真正本质
身份的认同和自我生命的完整”（摘自
帕克·帕尔默的 《教学勇气》）。我们
坚持“以道御术，道术合一，道俱而
术自成”的研训理念和价值追求。

“道”即教育之道，即对教育价值与目
的的哲学思考。教育究竟为什么？该
做什么？该怎么做？怎么才能做得更
好？这些对教育本质的思考，本身就
是学术。我坚信：这种思考永无止
境，敦促我们时刻鞭策自己用好的方
式做好的教育。

教育，为了人的生命完整！这是
我在阅读与实践中形成的教育主张。
阅读是拓宽人的社会生命宽度和提升
人的精神生命高度不可或缺的途径。
培养生命完整的学生，要靠生命完整
的教师。建设适合区域师生生命生长
的阅读生态是区 （县） 教师进修学校
应尽的责任，推荐阅读书目、提供交
流平台、培育阅读文化、唤醒教师内
在阅读力量、努力实现“自然生态、
类生态和内生态”协调统一阅读生
态，是我们不懈的努力和追求。

（作者系黑龙江省哈尔滨市香坊
区教师进修学校校长）

教育阅读：先有泥土，后有花朵
——区域内推动教师阅读的实践与感悟

李军

触发我写这篇文章的原因，是读了
5月16日《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常生
龙先生发表的《生活因读写而美好——
读潘裕民<读书是最美好的事>》。坦
率讲，我坚信《读书是最美好的事》这本
书能解决我目前的阅读困惑，于是我就
去买这本书，可当地的新华书店根本没
有，网上有售，可是快递又无法送到乡
村。其实，作为一名乡村教师，我和同
事们经常会遇到这样那样的读书困难，
现在我把大家认为存在的共性问题收
集整理，借贵报反馈一下。

难处之一，书价太高，让爱读书的
教师望而却步。

也许有人会说，现在谁还买不起
一本书？乡村教师工资低，而现在物
价飞涨，乡村教师能养家糊口就已经
不错了。再说，那些真正爱读书的教
师，经济条件都比较差，又不善找门路
赚钱，仅靠工资度日。这样算来，每月
买一两本价格在 30 元左右的书，就像
在自己的身上割一块肉一样。

10 年前，我一个同事特别崇拜鲁
迅先生，得知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
18 卷本《鲁迅全集》，他就和老婆商量
买一套。她老婆死活不同意，觉得书
价太贵了，990元在当时就是一个月的
工资。后来，我的同事整整节省了两
年零花钱才买了一套《鲁迅全集》。我
们真心希望书价降一降，出书的目的
就是传播知识，弘扬文化。可现在的

矛盾是，想读书的人买不起书，买得起
书的人却不一定喜欢读书。

难处之二，书籍浩瀚，让爱读书的
教师无从选择。

现在，每当我们走进书店，面对书
山书海，顿时就会产生阅读的恐慌。
究竟选择什么书籍来读，常常让我们
无从下手。我曾聆听过本市著名诗人
赵恺的讲座，他说：“30 岁之前读书是
雪中送炭，30岁之后读书是锦上添花，
读经典，首先中国经典，熟读《唐诗三
百首》，因为诗歌乃文学之魂。”这是典
型的诗人读书思路。作为教师，如何
读书？从何读起？需要规划和指导。
乡村教师接触新书的信息相当滞后，
我觉得《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是一
个很好的窗口，每周都会带来新书的
消息，特别是今年开设的“对话大师系
列”“读书方法论”“报眼态度”“书里书
外”等专栏，开阔了我们的阅读视野，
提升了我们的阅读品位，也给我们提
出了恰当的阅读方法。

难处之三，缺少时间，让爱读书的
教师苦不堪言。

也许有人会说，凡是觉得没有时
间读书的人都在找借口。这句话只对
一半。现在的乡村学校，师资普遍短
缺，教学任务繁重，应试的压力一点也
不比城里小，还要时常迎接上级各种
检查、督导、验收、评比等额外工作，根
本没有时间读书。周末两天本想在家

静静地读点书，但我们又不是生活在
真空中。人到中年，越发觉得生活不
易，年迈的父母期盼我们常回家看看、
活泼好动的儿子想去动物园看看新来
的动物⋯⋯朋友小聚、探亲访友、红白
喜事，该去的还得去，该应付还得应
付。看似空闲的周末，其实留给读书
的时间和空间真的不多。

难处之四，缺少氛围，让爱读书的
教师心生压抑。

最难忍受的是缺少和谐的读书氛
围，这种压抑的氛围，一方面来自学校
管理的压力。一是领导认为爱读闲书
的教师会耽误教学工作，尤其是毕业
班的教师，校领导更是不能容忍。二
是因为读书多的教师爱思考，一旦在
校内形成读书氛围，再遇到个别民主
意识强的教师，就会给校方管理带来
难度。另一方面来自同事的目光。现
在爱读书的教师毕竟是少数，这样他
们就容易成为同事眼中的书呆子或异
类，同事常常会投来鄙夷的目光，甚至
还会用流言来中伤，他们认为读书再
多，有什么用，也改变不了乡村穷教师
的命运。

什么时候乡村教师的读书问题，
能够得到学校领导的重视和同事们的
肯定，那么背负在乡村教师精神上的
无形枷锁才算得以真正解脱。

（作者单位：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
蒋集九年制学校）

乡村教师读书之难
唐伟

本报讯（记者 却咏梅） 记
者日前从文化部获悉，今年的图
书馆年会将于 10 月 26 日至 27 日
在安徽铜陵开幕，以“创新中国：
技术、社会与图书馆”为主题，分
工作会议、学术会议、展览会三
大版块，其中，学术会议专注于
文化事业及图书馆事业发展的重
点问题，搭建多层次、多维度的学
习交流体系；展览会分为国际展
区、公共展区、文化事业展区以及

各省市、乡镇文化、图书馆阅读事
业相关成果展区和图书馆相关企
业展区等。此次中国图书馆年会
首次在中部省份的地级城市举
办，体现了促进图书馆事业创新、
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
念，有助于带动中部地区图书馆
事业的快速发展。

另外，2016 年中国文化馆年
会将于 8 月 31 日至 9 月 2 日在宁
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举办。

2016中国图书馆年会将在安徽举办

读者来信

封面·案例

本报讯（子依） 由中 国 图
书馆学会高职院校图书馆分会
主办的首届全国职业院校图书
馆 服 务 创 新 论 坛 近 日 在 京 召
开。大会以“图书馆服务创新”
为 主 题 ，来 自 全 国 各 地 的 专 家
学者、职业院校院长、图书馆馆
长 300 余人，通过丰富的图书馆
服务创新案例分享，探讨创新发
展职业院校图书馆服务的办法
和途径。

作为论坛的支持单位，同方知
网（北京）技术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单

清龙介绍，“同方知网整合了职业教
育领域优质的数字资源，完成了职
业教育特色资源总库，构建职业资
源库、课程资源库、行业资源库、专
业参考文库四位一体的资 源 体
系，为职业院校的数字资源的需
求提供了保障。同时在资源的
基础上提供个性化服务，专门打
造知识服务平台。”在现场，北京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张亚英教授
结合日常工作的亲身实践，演示
了如何利用 CNKI 产品获得所需
要的教研、科研情报。

首届全国职业院校图书馆服务创新论坛举行

书香坊里的女教师书香坊里的女教师 肖云才肖云才 摄摄


